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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報導 液壓聯軸器在鍋爐節能改善之應用

液壓聯軸器在鍋爐節能改善之應用

連接，完全靠油來傳遞動力與變換轉速。它的原

理很簡單，簡單言之，就是原動機端將油打出，

就像是一個油泵浦 (oil pump)；這些油經過油工作

室，流到被帶動設備的葉輪上，此時這些油就

是趨動被帶動設備轉動之主要動力源，其作用正

像是一個靠油帶動的油渦輪機 (oil turbine)，透過

油泵浦與油渦輪機的巧妙設計與結合，動力之傳

遞已經不是問題。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來控制轉

速之變化？這其中奧妙之處就在工作室內之油位

高低。前面講過，從原動機端打出之油為帶動

負載設備轉速高低之關鍵因素，故油量多寡就直

接關係到負載端轉速之高低。因為原動機端葉片

轉速是固定不變的，唯一能變的只有油位高低。

換言之，控制工作油室之油位高低，即可控制

從原動機端打到負載端之油量，也就可決定負載

端之轉速。

但是要如何控制工作室之油位高低？方法並不

困難，利用一根底部裝有洩油孔的特殊管 (Scoop 

tube)，管插的愈深，油位回流愈多，工作室內

油位自然愈低，負載端轉速也愈低；反之管插的

愈淺，油位回流愈少，工作室內油位自然愈高，

負載端轉速也愈高，即愈接近原動機之轉速。

任何負載之轉速控制信號只要用來控制Scoop 

tube之高低位置，即可完成整個變速控制架構。

在運轉操作過程中，液壓油的液位於”充

滿”(full)和“排空”(drained)之間改變，因而可

實現轉動裝置的精確和動態速度控制 (dynamic 

speed control)於不同負載範圍間，此操作的範圍

視該負載特性（相對速度之扭力）及必需的控制

準確性。液壓聯軸器簡化的橫剖面如圖1所示。

圖2展現了液壓聯軸器主要構造，透過相片與

簡圖的說明，可以清楚得知其作動原理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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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送風機與引風機是鍋爐的主要設備之一，一般

會以最大負載來設計，但設備提供商、設計廠

及使用者三方面都會傾向於保留裕度 (Margin)，

故具有節約能源改善的空間。當裕度在送引風機

設備容量過大時，不僅對運轉沒有幫助，反倒

會造成運轉的問題，一般常見解決設備容量過大

的方式，為將送引風機入口風門加以節流控制，

使原本應該要盡量全開之風門，變成部份開啟

(Partial open)，風門部份開啟是最浪費能源的做

法，但諷刺的是，卻也最常被使用，理由無他，

重視短利，捨不得投資做長遠改善，得過且過，

殊不知，長期下來多花費之能源損失，不知有

好幾。

中鋼公司公用設施處動力場鍋爐使用液壓聯軸

器 (Hydraulic Coupling)，做為變轉速控制設備的

輔助節能工具，因負載端 (在此指鍋爐之送引風

機，下同 )轉速高低與其所消耗功率之間呈三次

方正比的關係，故只要調整控制送引風機之轉

速，即可達到節能的目的。

Ⅱ. 液壓聯軸器簡介

液壓聯軸器是根據液力原理研製而成的聯軸

器。它連接一驅動動力（大部分情況是一台馬

達）和被驅動裝置 (driven machine)。液壓聯軸器

工作流體主要為油，在驅動轉軸上的泵輪和被驅

動軸上相同類型的渦輪間的一個封閉工作空間中

迴圈流動，通過此流動液體以產生能量之傳遞。

液壓聯軸器兩端之兩根軸，一端與原動機聯

結，另一端之軸與被帶動設備軸聯結，有趣的

是液壓聯軸器內之兩根軸，彼此並沒有機械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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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說明如下：圖2左邊為驅動側引擎 (可以是

任何的原動機 )，右邊為被動側之螺旋漿 (同理可

以任何負載 )，而置於這兩部間則是流體動力傳

輸之基本原件，離心式泵與具導葉之反動式渦輪

機。此兩部份為管路及油貯藏室所連接，其中

充滿了運轉的液體。泵浦吸收了由引擎提供的機

械能，並產生動能由渦輪吸收而後轉化回機械

能，這便是整個液壓聯軸器工作之精髓所在。

III. 液壓聯軸器於風機節能之原理

1.動力工場鍋爐送風機、引風機流程

圖3…鍋爐、送風機與引風機流程示意圖

簡單來說就是送風機提供鍋爐燃燒所需之空

氣，空氣量必須控制，空氣量太少，無法燃燒

或不安全燃燒，空氣量太多，則燃燒效率差，

進而鍋爐效率差。大型鍋爐一般常用爐內負壓式

設計，此時就需要引風機來把燃燒後之廢氣抽往

煙囪，由於引風機所抽送的廢氣量包括燃燒空氣

及燃燒後所產生之廢氣，故同一部鍋爐中，引

風機馬力要比送風來的大，一般引風機馬力與送

圖1…液壓聯軸器剖面圖

被簡化的橫剖面：( Simplified cross 

section)

1. Pump wheel (油泵浦葉輪)

2. Turbine wheel (油渦輪機葉輪)

3. Housing (外殼)

4. Scoop tube housing (控制管組)

5. Oil sump (儲油室)

6. Oil circulation pump (油循環泵浦，

一般由原動機帶動)

7. Scoop tube (控制管)

8. Working oil cooler (油冷卻器)

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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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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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液壓聯軸器實體剖面圖—與流程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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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機馬力之比值約在3： 1到4： 1之間，不同的

鍋爐設計燃料，其比值亦不同。

2.送風機與引風機運轉耗能公式

鍋爐送 /引風機都是轉動設備，送 /引風機運

轉相關公式，如圖4~6說明：

體積流量 (Volume Flow)公式： Q = kqd
3n

圖4…流量與轉速一次方成正比

(1) 風壓 (Fan Pressure)公式： P = kpd 2n2ρ

圖5…風壓與轉速二次方成正比

(2) 功率公式： Power = p*Q = Kd5n3ρ

圖6…功率與轉速三次方成正比

說明：

a. kq，kp，K都是常數，d是葉輪直徑，n

是轉速，ρ是流體密度，Q是流量，P是風壓，

Power是功率。

b. 由於d葉輪直徑，ρ流體密度在本案中

可以視為常數，所以得出的簡單結論是：體積流

量與轉速一次方成正比，風壓與轉速二次方成

正比，馬達功率與轉速三次方成正比。換言之，

控制轉速即可直接控制所耗之功率。

3.送風機/引風機控制流量與節約能源之關係

送引風機控制流量方式最簡單分類為：

(1) 利用進出口風門做節流控制

一般鍋爐送引風機之原驅動機，不管是馬達

或汽渦輪機，主要都是定轉速設計，在此種情

況下，利用風機進出口風門節流來做流量控制，

變成是最簡單容易做的事，這種觀念就像水龍

頭出水量太大，直覺上就把水龍頭關小 (這就是

節流的觀念 )來控制水量似地簡單。不幸的是隨

便將風機進出口風門節流，雖然可以控制流量，

但是卻要付出額外的能源成本，因為風門節流

後產生新的系統阻力曲線，進而造成運轉點之

偏移，原動機須要更大的功率才能帶得動負載

運轉，此是耗能增加主因。風門節流愈大，需

要付出額外的能源成本也愈大。輕率設計的結果

往往就是造成日後設備運轉壽命內高昂的運轉成

本之主因，運轉成本絕對是影響設備總壽命成本

(Life Cost)的關鍵因素，可惜的是，有很多的設

備在設計採購階段所在意及注重只是原始採購成

本或是無謂的講求過而不當的設計裕度，這些不

適當的觀念與行為終將造成運轉效率之低落與能

源成本之高漲。

一般鍋爐風機為了配合運轉需求，在風道上都

有風門 (Damper)之設計，常見的是風機進口風

門具備調整開度之功能，也就是可用來節流控制

風量；風機出口風門則通常只用做開或關 (Open/

Close)用，不具節流控制功能。

(2) 利用變轉速來控制

相對於上述方法，利用變轉速控制就要來的

聰明多了，因為轉速一變，風量，風壓都會隨

之改變，更神奇的是功率隨之改變的更多，如

此即可同時兼顧到調整風量與控制能源成本之需

Esco會訊47期.indd   12 2017/4/5   下午 03:14:51



. 台灣ESCO會訊   第四十七期

求。

4.利用風門節流控制與轉速控制進一步比較

(1) 調整風門開度對功率之影響

由下圖7~10來說明：

圖7…設計點之耗能…＝Pd*Qd

圖8…實際所需風量為Q1，故風門開始節流，將風

量由Qd調到Q1，阻力曲線由R1升至R2，運轉點

由A移至B；耗能變為P1*…Q1

圖9…利用調整轉速使風量為Q1耗能＝P2*Q1，注

意阻力曲線R1，理論上應保持不變，運轉點由A移

至C，風量與風壓都下降了

圖10…兩種方法都能保持相同的Q1運轉，但是消耗

能相差＝(P1-P2)*Q1，轉速愈低，節能愈大

IV. 液壓聯軸器在中鋼動力工場鍋爐成功

應用實例

一貫作業鋼廠鍋爐之負載與可用的燃料結構特

別，可以節能空間相對較大。

NO.12號鍋爐引風機在改善前完全利用風門開

度來控制鍋爐爐壓，在增設液壓聯軸器後多了個

轉速控制，鍋爐爐膛壓力變化時，主要以調整

風門開度來穩定爐膛壓力（液壓聯軸器的速率控

制為輔）後，再依賦予風門之最佳開度設定與實

際風門開度比較其差值後，修正液壓聯軸器的速

率至最低轉速，以改善風車耗電之情況。

本控制最大的好處是風門設定值隨時可以改

變，運轉彈性大，一旦風門開度設定好，不論

鍋爐負載高低，風門開度始終如一，轉速則配

合此風門開度下之爐壓去反應，如此可收最大

省電效果。需注意的是，當鍋爐低載時，風門

開度若開在平常值，引風機轉速有可能會過低，

造成運轉之問題，此時應視情形機動調整風門開

度設定值，保持引風機轉速在可控範圍。

V. 改善後運轉情形

引風機風門開度設定值保持在65%，此開度設

定值愈大則風門開度愈大，理論上風車轉速可以

愈低，愈省電。缺點是風門開度愈大其對流量

控制能力就變差，考量NO.12號鍋爐燃料波動

的特性，實際現場風門開度以65%~70%應為一

個理想上限。

在鍋爐正常負載時，風門設定65%，NO.12

Esco會訊47期.indd   13 2017/4/5   下午 03:14:52



台灣ESCO會訊   第四十七期 .

專題報導 液壓聯軸器在鍋爐節能改善之應用

一套全方位能為企業能源管理把脈的系統，有效降低業主的營運成本，消弭非計畫停機之損失 
及增加產業競爭力! 

JBEMS.遠距-雲端設備智慧節能管理系統

利用JBEMS 中預防技術的產品特性 
設備智能管理監控、報表分析、最適電價調節、營運產能調節分析、專家系統、警急應變程序管理、場域管
理、事件管理、二維 及三維 直覺式介面設計 

對國內企業及客戶的的總體效益 
- 透過能源資訊管理系統，協助企業透過適時的維護保養及調節各場域的能源匹配，提升各項設備 

節能效率 
- 網路節能監控技術，廠辦無國界，無縫接軌 工業4.0  
- 降低無效益保養之花費，提升系統運轉可靠度，降低非計畫停機之損失 
- 智慧型經驗複製技術，人工智能-自我優化及防禦技術 
- 有效解決 人員操作、綠能環境、企業營運績效 三方協力關系提昇集團營運績效 

對整體環境之助益 
- 提升整廠設備運轉效率，有效降低能耗、減少碳排放達到ISO50001管理需求 
- 空壓、空調、冰水主機、動力設備等，使用效率提升30%以上，對2050年達到減降能源密 
集度 50%的國家能源目標，作出具體貢獻 

康普艾節能科技(股)公司 
地址：新北市林口區文化二路二段145號2F-10 
電話：02-2601-6589 傳真：02-2601-5585 
website：http://www.jp-system.com.tw

傑能系統工程(股)公司 
地址：台中市402南區仁和路248號 
電話：04-2280-4648 傳真：04-2280-4652 
E-mail：jpc@compresses.com.tw

產品應用 
電力管理及分析、照明管理、空調管理、熱回收、節水設備、環境調控、設備效能提昇 

鍋爐引風機轉速約在800~830 RPM，電流約在

80~90安培。

圖11及圖12為12號鍋爐引風機加裝液壓聯軸

器前、後位置圖。

圖11……NO.12鍋爐引風機加裝液壓聯軸器前情形

圖12……NO.12鍋爐引風機加裝液壓聯軸器後情形

NO.12號鍋爐為獨立機組，直接對NO.8號

汽輪發電機供應蒸汽，平常維持於基載 (約 

365T/H STEAM FLOW)運轉，以高爐氣熱值於

720Kcal/Nm3為比較基準，引風機增設液壓聯軸

器前後馬達電流變化如下：

引風機增設液壓
聯軸器前

引風機增設液壓
聯軸器後

鍋爐負載 367T/H 367T/H

BFG流量 232 KNCMH 235 KNCMH

STB COG流量 5133 NCMH 4232 NCMH

IDF電流(電壓
11KV)

157 A 85~90A

爐壓控制 正常 正常

NO.12號鍋爐自完成引風機增設液壓聯軸器後，

運轉至今，控制成效不錯，面對高爐氣燃料，

空氣量之變化，無論爐壓或液壓聯軸器控制皆能

適時反應，依起爐前所作之各種測試 (Air Balance 

Test)爐壓控制的情況，鍋爐於滿載下 ，即使高

爐氣異常瞬間變化量於60~70 KNCMH間，爐壓

控制仍能即時反應於控制值內，不致造成爐壓過

高或過低而跳爐。

VI. 結論

液壓聯軸器應用在動力工場鍋爐節約能源已獲

得很好的成效，如何將控制構想轉為控制程式，

並與現有控制系統整合，才可使主設備發揮其最

佳之效益。

節約能源不僅可以不浪費能源，更重要地是

藉著能源之節約使用，產生能源之污染減少了，

對環境之負面衝擊也可少一點。大自然近年來之

反撲與無常，變本加厲，是否與人類對使用能

源之貪婪有關？箇中原因雖然尚未有定論，但

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不要隨便污染我們

大自然母親。

節約能源是必須的，因為地球資源並非無止

盡；沒有人有揮霍能源之特權。節約能源更不是

口號，而是可以真正去做去感受的事。本文中

所介紹的只是可以節約能源改善的冰山一角，盼

能拋磚引玉，從每一處著手，俾使節約能源蔚

為風潮，再接再厲，持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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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鍋爐引風機增設液壓聯軸器節能改善，

黃大勳』。

4.黃權均『液體聯軸器與變壓變頻器之比較』。

5. VOITH廠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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